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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直性肌营养不良 8 例临床、电生理及病理特点

张摇 朋,胡怀强,曹秉振

[摘要]目的:探讨强直性肌营养不良(DM)临床、电生理和病理特点。 方法:回顾性分析 8 例 DM 患者临床、电生理和病理资

料。 结果:8 例患者均有不同程度肌无力、肌强直或肌萎缩症状。 部分患者伴脱发、智力障碍、月经不规律等骨骼肌外症状。 3
例无明确家族史。 7 例患者肌电图检查可见肌强直电位发放。 肌活检光镜下可见肌纤维大小不等、核内移与肌膜核增多、核
聚集现象及核链形成等,1 例患者可见肌浆块。 还原型辅酶玉四唑氮还原酶染色可见 7 例肌纤维萎缩,其中 5 例以玉型肌纤

维萎缩为主。 结论:肌电图及骨骼肌活检病理检查对该病诊断有重要价值,结合具体病例的起病形式、骨骼肌及多系统受累

特点等有助于对 DM 进一步分型;应注意遗传早现现象所致的“无家族遗传史冶假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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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e clinical,electrophysiological and pathological features of myotonic dystrophy in 8 patients
ZHANG Peng,HU Huai鄄qiang,CAO Bing鄄zhen

(The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Teaching Hospital,The Ji忆nan Military Region General Hospital,Ji忆nan Shandong 250031,China)

[Abstract] Objective: To explore the clinical, electrophysiological and 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myotonic dystrophy ( DM).
Methods:The clinical,electrophysiological and pathological data of 8 patients with DM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. Results:The
different degree of muscle weakness,myotonia or amyotrophy symptoms in 8 cases were found. The alopecia, intelligence disorder,
menstrual disorder of no skeletal muscle symptoms were found in part of the patients. No family history in 3 cases and myotonic potential
diagnosed by electromyogram examination in 7 cases were identified. Under the light microscopy,the unequal muscle fibers in size,
nucleus moving inward,muscle membrane nuclear increasing,nucleus gathering and nuclear chain forming were found. The sarcoplasmic
masses in 1 case and muscular dystrophy diagnosed by NADH鄄TR staining in 7 cases,which included that the major muscle fiber
atrophy in 5 cases were type 玉 fiber,were identified. Conclusions:Electromyography and skeletal muscle biopsy have important value
in diagnosing myotonic dystrophy. The illness onset,and skeletal muscle and multi鄄system involvement features can benefit for the DM
typing. The illusion of " no family history of genetic" caused by genetic anticipation of myotonic dystrophy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.
[Key words] myotonic dystrophy;clinical features;electrophysiology;pathological feature

摇 摇 强直性肌营养不良(myotonic dystrophy,DM)是
一组多系统受累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,临床以肌

无力、肌强直和肌萎缩等骨骼肌受累症状为特点,可
伴有白内障、内分泌紊乱、心律失常、胃肠道症状及

其他骨骼肌外的表现。 DM 临床上较为罕见,国外

报道其发病率为(1 ~ 11) / 10 万[1],国内发病率尚未

见统计资料。 本研究回顾性分析 8 例 DM 的临床、
电生理及骨骼肌病理改变特点,旨在加强对 DM 的

认识并提高对 DM 的诊断水平。

1摇 资料与方法

1. 1摇 一般资料摇 2003 年 7 月至 2015 年 4 月济南军

区总医院神经内科经肌肉活检诊断的 8 例 DM。 回

顾性分析 8 例 DM 患者的年龄、性别、发病年龄、病
程、家族史等一般资料,首发症状、受累肌肉分布、骨
骼肌外多系统受累症状等临床表现,血清肌酸激酶

等化验以及肌电图检查结果。
1. 2摇 肌肉活检摇 全部 8 例肌肉活检均在患者及家

属的知情同意下进行,活检部位:左侧肱二头肌 3
例,右侧肱二头肌 3 例,右胫前肌 2 例。 术式:局麻

下开放式骨骼肌活体组织检查。 所获得肌肉标本经

液氮预冷的异戊烷速冻处理后作冷冻切片,行苏木

精 - 伊 红 染 色 ( HE )、 改 良 Gomori 三 色 染 色

(MGT)、 糖原染色(PAS)、 油红 O 染色(ORO)、还
原型辅酶玉四唑氮还原酶染色(NADH鄄TR)。 2 例

行细胞色素 C 氧化酶(COX)染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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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摇 结果

2. 1摇 临床特点摇 本组男 5 例,女 3 例;年龄 16 ~ 44
岁。 发病年龄 0 ~ 36 岁。 病程 5 ~ 25 年。 5 例有家

族遗传史,3 例无明确家族史。 4 例以手部肌肉强

直、握拳后不能立即松开为首发症状(此症状均在

寒冷时加重),1 例自幼反应迟钝、智力低下,另 3 例

分别以言语不清、双下肢无力、左上肢萎缩变细为首

发症状。 骨骼肌受累方面,8 例中有 6 例肌无力、肌
强直和肌萎缩症状均具备,1 例肌无力、肌萎缩明

显,但无明显肌强直表现,1 例骨骼肌受累出现仅十

余天的患者则仅有双手笨拙、握紧后不能立即放松

的肌强直症状。 7 例有肌无力症状的患者中,1 例仅

有球部肌肉受累所致的言语不清症状而无四肢及躯

干肌肉无力,其余 6 例则头面部肌肉及四肢均累及,
头面部肌肉无力症状分别有咬肌无力、双眼闭合力

弱、抬眉不能、睑裂变小、言语不清、吞咽呛咳、抬头

转颈力弱、伸舌力弱等;四肢无力有 4 例以远端受累

为著(其中 2 例有跨阈步态),1 例上肢以远端为重,
下肢则以近端明显,行走呈鸭步步态,1 例以蹲起不

能、鸭步等下肢近端肌肉及髂腰肌受累为主要表现。
7 例有肌萎缩症状的患者,有 5 例存在胸锁乳突肌

萎缩,2 例另可见颞肌、咬肌等面部肌肉萎缩,其中

1 例患者有“斧头脸冶体征;5 例有四肢肌肉萎缩,其
中 4 例主要累及四肢远端肌肉如双手第一骨间肌和

大小鱼际肌、双侧胫前肌、双前臂下 1 / 2 肌肉等,另
1 例可见双上肢肱二头肌及双下肢腓肠肌萎缩。
7 例有肌强直症状的患者均有双手用力握拳后不能

立即伸直表现,其中 3 例患者叩击肌肉可见肌球。
全身系统受累方面,1 例患者伴脱发;1 例女性患者,
30 岁开始月经不规律,并伴有视力减退;1 例患者智力

较低,反应迟钝,CT 提示其颅板增厚、脑室轻度扩大。
2. 2摇 实验室检查 摇 8 例血清肌酸激酶(CK)126 ~
594 U / L(正常值 26 ~ 200 U / L),其中 7 例升高,
1 例在正常范围内。 8 例血清乳酸脱氢酶( LDH)
129 ~ 345 U / L(正常值为 90 ~ 285 U / L),其中 2 例

升高,6 例正常。 2 例查血清免疫球蛋白 IgG、IgM、
IgA 未见异常。 3 例查甲状腺功能五项均正常;3 例

查血清抗 O、类风湿因子、C 反应蛋白均正常。 1 例

患者心电图示窦性心律不齐,头颅 CT 示颅板增厚、
脑室轻度扩大。
2. 3摇 肌电图摇 7 例患者行肌电图检查,其中 6 例于

济南军区总医院神经内科肌电图室应用丹麦产

Keypoint 型肌电诱发电位仪进行常规单极针肌电图

检查,1 例在山东省立医院行肌电图检查。 7 例肌电

图检查均呈肌源性损害,均可见静息时自发纤颤电

位、正向电位及轻收缩时运动单位电位时限缩短、波
幅降低、多相波增多。 7 例均有肌强直电位发放,肌
强直放电发生率为 100% 。 6 例于我院检查肌电图

者中 5 例检查伸指总肌、肱二头肌、胫前肌均可见强

直电位发放( + ~ + + ),1 例仅有双手握紧后不能

立即松开的肌强直症状患者检查左外展小指肌及拇

短展肌可见肌强直电位发放( + + ~ + + + )。
2. 4摇 肌肉病理 摇 HE 染色结果:8 例活检组织均可

见肌纤维大小不等(见图 1),6 例为明显肌纤维大

小不等,2 例为轻度大小不等,萎缩纤维呈角形、圆
形或不规则形,散在分布。 7 例可见核内移增加,1
例可见核聚集(见图 2),3 例可见肌膜核增多(见图

3),1 例可见肌浆块形成,2 例可见纵切面核链形成

(见图 4),2 例可见少量肌纤维坏死及再生,4 例可

见不同程度结缔组织增生,3 例可见肌间质增宽,全
部 8 例均未见炎性细胞浸润及血管结构异常。
NADH鄄TR 染色结果:3 例两型肌纤维比例大致正

常,其中 1 例玉型纤维萎缩变小,肌原纤维网紊乱,
可见酶缺失或虫蚀现象(见图 5),域型纤维大致正

常,少量肥大,1 例可见少量玉型纤维变钝变小,肌
纤维肥大不明显,1 例可见少量域型肌纤维肥大;4
例可见两型肌纤维比例异常,1 例以萎缩玉型纤维

为主,肥大域型肌纤维亦多见,1 例选择性域型肌纤

维肥大为主,玉型肌纤维选择性萎缩(见图 5、6),1
例域型纤维多于玉型纤维,肥大与萎缩肌纤维无明

显选择性,可见部分肌原纤维网紊乱,1 例以形态基

本正常的域型纤维为主,可见较多选择性萎缩的玉
型肌纤维;1 例两型纤维分辨不清。 2 例 COX 染色

所见两型纤维比例同 NADH鄄TR 染色。 其余染色结

果:MGT 染色 1 例可见个别纤维内有镶边空泡,其
余 7 例均未见破碎红纤维 ( RRF) 及镶边空泡。
ORO、PAS 染色未见特殊改变。

3摇 讨论

摇 摇 DM 是一种以进展性的肌无力、肌萎缩和肌强

直等骨骼肌病变为主要特点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,
同时可伴眼部(白内障)、心脏(如心律不齐、传导阻

滞)、胃肠道平滑肌(如便秘、假性肠梗阻)、内分泌

系统 (如胰岛素抵抗)、生殖系统及中枢神经系

统(如认知功能下降) 等骨骼肌外多系统受累症

状[1 - 2]。
摇 摇 根据基因突变位点的不同又分为DM1型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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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M2 型。 DM1 是成年人肌营养不良疾病中最常见

的类型[3],系位于 19 号染色体长臂上(19q13. 3)的
萎缩性肌强直蛋白激酶(DMPK)基因 3忆鄄端非翻译

区一个三核苷酸串联重复序列(CTG) n 扩增并编码

DMPK 所致[4],健康人的 DMPK 基因中有 5 ~ 37 个

(CTG)n 重复序列,而 DM1 患者的(CTG) n 重复序

列则有 50 到数千个[5]。 DM2 发病系位于 3 号染色

体 21 位点上的编码锌指结构蛋白 9(ZNF9)的 ZNF9
基因第一个内含子里的 CCTG 四核苷酸重复序列扩

增所引起,正常人体 ZNF9 基因位点有 20 ~ 27 个

CCTG 重复序列,DM2 型患者可扩增达 2 000 以

上[6]。 目前除了被广泛认同的 DM1 和 DM2 两种分

型之外,国外的 LE鄄BER 等[7]曾于 2004 年报道了一

个位于 15 号染色体长臂(15q21 - 24)上的新的 DM
致病基因突变位点,报道者称该基因突变所致肌病

为强直性肌营养不良 3 型(DM3),但 MACHUCA鄄
TZILI 等[8]认为尚无可信的证据能证明 DM 第三个

致病位点所在。
DM1 与 DM2 在临床表现均以肌无力、肌萎缩

和肌强直等骨骼肌受累症状为特点,其多系统受累

症状基本相似。 但二者也存在一定的区别。 在起病

年龄上,DM1 有先天型、儿童型、成年型、晚发型(或
无症状型)四种类型[8],而 DM2 一般没有先天性患

病或儿童患病者[9],起病较 DM1 成人型为晚[8],
DAY 等[10]研究统计的一组 DM2 患者平均发病年龄

为 48 岁。 在骨骼肌受累方面,与 DM1 发病初始多

累及上肢远端肌肉相反,DM2 起病时通常以累及肢

体近端肌肉为主[9],另外 DM1 常常累及头面部肌

肉,甚至可累及呼吸肌,而 DM2 则较少累及面部及

球部肌肉[8],且 DM2 也比 DM1 要“温和冶,到目前为

止还没有 DM2 相关呼吸衰竭病例的报道[9]。 在多

系统受累方面,DM1 和 DM2 均可有多系统受累症

状,但 DM2 很少有中枢神经系统的累及[9]。 本组 8
例 DM 患者起病年龄在 0 ~ 36 岁之间,均低于 DM2
平均起病年龄,起病形式方面,1 例以自幼智力低

下、反应迟钝的中枢神经系统受累症状起病,16 岁

时出现双手肌强直症状就诊,符合先天型 DM1 特

点,4 例以手部肌肉强直、握拳后不能立即松开的典

型的上肢远端肌强直症状起病,且均有头面部肌肉

受累,另 3 例虽不以肢体远端肌肉受累为首发症状,
但亦均有明显的头面部或球部肌肉受累表现,其中

1 例还有典型的“斧头脸冶体征,故 8 例在临床表现

上均较符合 DM1 的临床特点。
DM 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疾病,但本组 8 例患

者中,有 3 例患者并无明确的家族遗传史(占总数

37. 5% ),考虑与 DM1 的“遗传早现冶有关。 据以往

研究[8]可知,导致 DM1 发病的异常扩增(CTG)n 重

复序列是一种不稳定的 DNA 序列,因为这种不稳定

性,在同一患病家系中(CTG) n 扩增数量会逐代增

加,而随着重复序列数量的增加,DM1 的症状会逐

渐加重,发病年龄则相应下降[5],故一个患病家系

中患者的起病年龄会逐代降低,病情会逐代由轻到

重,往往会逐代依次出现无症状型(或晚发型)、成
人型、儿童型、先天型患者,此即 DM1 的“遗传早

现冶现象。 如本组 1 例患者自幼反应迟钝,智力低

下,平时寡言少语,16 岁时出现双手紧握后不能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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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伸直的肌强直症状,符合先天型 DM1 的特点,其
父则在 34 岁时出现类似肌强直症状并伴脱发,应为

成人型 DM1,而此家系中再上一代则无人有类似症

状,考虑为无症状型(或晚发型)患者尚未被发现。
由此可见,成人型 DM1 患者其家系中先代患者症状

轻微未被发现或尚未起病的可能性很大,应对临床

中这种因“遗传早现冶而造成的“无家族史冶的假象

引起注意,避免延误诊断。
DM 患者的血清 CK、LDH 可正常或轻度增高,

本组 8 例血清 CK 在 126 ~ 594 U / L 之间,其中 7 例

升高,1 例在正常范围内,最高不超过正常上限 3
倍。 8 例血清 LDH 在 129 ~ 345 U / L 之间,其中 2 例

升高,6 例正常,最高不超过正常上限 2 倍。 均符合

DM 特点。 DM 的血清 CK 及 LDH 检测主要作用在

于与血清 CK 和 LDH 会显著升高的假肥大性肌营

养不良相鉴别。
肌电图检查中发现典型的肌强直放电对本病的

诊断具有重要意义,在肢体远端检出强直电位发放

是 DM1 的一种特征性肌电图表现,而 DM2 的肌强

直电位发放部位分布则不那么恒定,在很多 DM2 患

者,肌强直电位发放是完全不存在的,或者仅仅被局

限在脊旁肌或肢体近端肌肉[11]。 本组 8 例中有 7
例行肌电图检查,结果均表现为肌源性改变,并均可

见明显肌强直电位发放。 其中除 1 例因在外院检查

肌电图无法明确其肌强直电位发放部位,其余 6 例

于济南军区总医院神经内科肌电图室检查者,均可

见手部肌肉如伸指总肌或展小指肌、拇短展肌等肌

强直电位发放,这符合 DM1 肌电图表现特点,与上

述通过分析临床症状所得 8 例 DM 分型结论一致。
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有 5 例患者肌电图检查

提示肱二头肌、胫前肌部位肌强直电位发放,而这些

患者并无上述部位肌强直症状,提示肌电图可发现

无症状性肌强直,有助于 DM 的早期诊断。
强直性肌营养不良症患者的典型骨骼肌病理改

变特点主要有肌纤维大小不等,相嵌分布,肌膜核增

多、核内移、核聚集,核链形成,肌原纤维向一侧退缩

形成肌质块,NADH鄄TR 染色可见虫蚀样改变或靶样

纤维,通常存在于玉型肌纤维内;肌纤维无明显群组

化现象[12]。 肌纤维的坏死和再生均不明显,本组 8
例肌肉活检结果均与文献报道[11 - 12]相符,所检 8 例

均可见肌纤维大小不等,萎缩纤维呈角形、圆形或不

规则形,散在分布。 7 例可见核内移增加,1 例部分

肌纤维核聚集现象明显,3 例可见肌膜核增多,2 例

可见纵切面核链形成,2 例 NADH鄄TR 染色可见肌原

纤维网紊乱,其中 1 例可见玉型肌纤维内显著的虫

蚀样改变,仅 2 例可见少量肌纤维坏死及再生。 肌

纤维大小不等、核聚集、核内移、肌膜核增多、核链形

成以及肌原纤维网紊乱、肌纤维虫蚀样改变等均为

DM 病理中常见的表现,当同时观察到这些肌肉病

理特点时,应首先考虑 DM 这一诊断的可能性。 8
例病例中,仅 1 例可见肌浆块形成(仅占总例数 12.
5% ),而根据国外的文献[13] 报道,确诊 DM 的患者

肌浆块检出阳性率低于 50% 。 所以,虽然肌浆块为

DM 的一种特征性的肌肉病理改变,但未见到肌浆

块形成亦不能排除诊断该病的可能。
DM1 与 DM2 在肌肉病理表现上也存在不同的

特点,DM1 肌纤维萎缩以选择性玉型肌纤维为主,
而 DM2 中肌纤维萎缩则主要以域型肌纤维为

主[11]。 本组 8 例 NADH鄄TR 染色均可见肌纤维大小

不等,除 1 例仅可见少量域型肌纤维肥大,余 7 例均

可见肌纤维萎缩,7 例中除 1 例两型纤维分辨不清、
1 例两型纤维萎缩无明显选择性外,另外 5 例均明

显以选择性玉型纤维萎缩为主,提示其符合 DM1 病

理改变特点,与上述根据临床表现及肌电图所得诊

断结论基本一致。
强直性肌营养不良症在临床上较为罕见,临床

中应注意遗传早现现象所致的“无家族遗传史冶的

假象。 肌电图发现肌强直电位发放与肌组织病理活

检见到典型 DM 病理改变在诊断中有重要意义。 分

析本组 8 例 DM 患者临床表现、肌电图与骨骼肌病

理特点可得出基本一致的 DM 分型结论,提示详尽

的临床、电生理及病理资料对 DM 的进一步分型有

重要作用。 明确 DM 的分型仍需以基因检测为最终

标准,可预见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进步及推广,基
因检测将成为 DM 诊断的重要手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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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复苏时间,可能与纳美芬的作用时间达 8 h 以上,
且在延长期中,对阿片类药物的呼吸抑制也具有拮

抗作用有关。 这与以往的研究[6,9]结果类似。
KAPLAN 等[11]研究发现纳美芬能够有效地改

善阿片类药物过量患者的意识状态评分。 我们的研

究发现 N1、N2 组拔管后 5 min、拔管后 30 min、拔管

后 1 h 和拔管后 2 h 的镇静评分均低于 C 组,说明

纳美芬有一定的催醒作用,效果有明显差异。 有研

究[12]表明,阿片受体具有双向作用模式,小剂量阿

片受体拮抗剂可以增强阿片受体激动药的镇痛作

用,同时减少其不良反应。 但本研究中,3 组患者在

拔管后各时间点的 VAS 评分未见明显差异,提示纳

美芬 0. 25 滋g / kg 和 0. 5 滋g / kg 未影响舒芬太尼的

镇痛作用,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本身声带息肉切除

手术创伤小以致疼痛感不强,另一方面也可能与小

剂量纳美芬仅竞争性地阻断 滋2 受体介导的呼吸抑

制、恶心呕吐等作用,而不影响 滋1 受体介导的镇痛

作用有关。 本研究中 3 组患者清醒后均有声音嘶

哑,但在术后躁动、皮肤瘙痒和尿潴留的发生率差异

均无统计学意义(P > 0. 05),可能与本研究样本量

小,条件所限有关。 我们的研究还发现,N1 组和 N2
组术后恶心呕吐的发生率低于 C 组,说明使用纳美

芬可有效地抑制阿片类药物所致的恶心呕吐等不良

反应的发生。 术后随访 48 h,所有患者均无特殊不

适,也未给予镇痛,均于 72 h 后出院。
综上所述,行声带息肉摘除手术以后运用盐酸

纳美芬进行复苏,可以明显缩短患者的意识恢复时

间,并且使得复苏过程更加平稳,减少术后不良反应

的发生,可安全应用于临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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